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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北京时间 7 月 23 日 12 时 41 分，中国首个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天问一号”的发射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广泛

关注，在发射前及发射后，包括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The Verge 网站、美国太空网、《福布

斯》双周刊网站、《德国之声》、英国爱尔兰广播

电视台等在内的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这些媒体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航

空航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天问一号”的成

功发射将进一步夯实并提升中国的太空实

力，“中国将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太空强国”。

“天问一号”意义重大

外媒指出，成功的太空发射任务无疑会给

中国蓬勃发展的太空领域带来更大声望和更多

关注，“天问一号”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也将在

世界航天发展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篇。

The Verge 网站在 7 月 22 日的报道中指

出，“‘天问一号’是中国迄今最雄心勃勃的太

空探索任务，将向火星发射‘三兄弟’探测器：

一款无人探测器、一个轨道器以及一辆火星

车，如果此次任务圆满成功，中国不仅将成为

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让漫游车在火星上成功着

陆并运行的国家，也将成为首个通过一次发

射实现‘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任务的国家”。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大卫·伯巴赫一

直在研究中国的太空计划，他对 The Verge表

示：“‘天问一号’如果取得成功，将证明中国

是一个全方位的太空强国，他们能够做到太

空强国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

德国媒体也纷纷以“中国开始首次登陆

火星任务”为题进行了报道。媒体注意到中

国“新型火箭经受住考验”，为中国实现后续

雄心勃勃的航天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报道中国航天计划的自由撰稿人

安德鲁·琼斯对 The Verge 说,“天问一号”不

仅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

和声望，中国也将这些任务视为激励该国青

年的一种方式。他说：“这类真正具有挑战性

的高科技领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阿波罗

任务一样，‘天问一号’等任务也能激励青少

年热爱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

并在长大后投身相关职业领域，以促进中国

科技领域的发展进步。”

外媒称，更重要的是，“天问一号”、美国

的“毅力”号以及最近刚刚升空的“希望”号等

火星探测任务的成功，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加

深我们对火星的整体了解。

《每日新闻》报道称，“中国正在努力争取

在太空中的领导地位，并希望通过火星飞行

任务展示其技术能力和抱负。”

The Verge 和爱尔兰广播电视台（简称

RTE）都在 7 月 23 日的报道中指出，“天问一

号”将在历经 7个月、长达 5500 万公里的旅行

后，于 2021年 2月左右到达火星。

CNN在7月23日的报道中指出，“天问一

号”将收集有关火星土壤、地质结构、环境、大气

等关键信息并寻找水的“蛛丝马迹”；而“毅力”号

旨在回答有关火星是否适合生命繁衍生息的问

题，包括寻找火星古代历史中适宜生命居住条

件的迹象，并寻找微生物生命的证据等，这些关

键信息都将拓展我们对火星的了解。

中国太空探索的脚步
永不停歇

外媒纷纷表示，近十多年来，中国太空探

索领域精彩纷呈，取得了多项重大成功，“天

问一号”是其中最新的一个项目，而且，中国

未来还有更多雄心勃勃的太空项目。

The Verge就指出，“天问一号”是过去十

多年来中国完成的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太空项

目中的最新项目。2019 年，中国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让月球车在月球背面着陆并运行的国

家。探月仍然是中国太空探索领域的重点，

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底启动一个新任务：从月

球表面带回样本。

CNN 在报道中指出，如果“天问一号”任

务取得成功，中国计划将宇航员送往火星。

CNN 称，中国政府在其“十三五”规划

（2016 年—2020 年）中将太空作为研究重点，

尤其是深空探索和在轨航天器更是重中之

重。除探索火星任务外，北京还计划在 2022

年之前发射一个永久性的空间站，并正在考

虑在 2030年代向月球发射载人探测器。

《德国之声》注意到中国已经成功在月球

的另一端进行了历史性的软着陆，因此“与其

他太空国家不同，中国希望在首次独立执行

火星任务时尝试着陆在‘红色星球’上。如果

任务成功，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

登陆火星并拥有流动站的国家。”

爱尔兰广播电视台也在 7 月 23 日的报道

中指出，2003 年，中国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在

过去 10 年，中国在太空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

元，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已经向月球派遣

了两款探测器，并在 2019 年成功将探测器送

往月球背面，成为全球首个完成这一壮举的

国家。此外，中国也正在建造自己的国际空

间站，这一空间站预计于 2022年建成。

The Verge表示，“天问一号”是中国太空

探索领域的一个新里程碑，借助“天问一号”，

中国正在着手进行首次大的行星际飞行任

务。中国已经制定了两个更加大胆的项目，

如在 2030年代拜访小行星和木星。美国布朗

大学的行星地球学家詹姆斯·黑德曾与中国

航天科学家合作，他说：“月球和太阳系星系

探索是中国科学家的长期目标。”

《德国之声》报道称，中国一直乐于强调

在“天问一号”项目中与国际伙伴的合作。除

了俄罗斯外，中国也与奥地利空间研究所等

机构合作。与此同时，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

厅、国际宇航大会、欧洲空间局、亚太空间合

作组织、巴西、法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在“天

问一号”发射前已向中国发出祝贺视频或贺

电，并表达深化合作的愿望。

“天问一号”发射 中国太空实力提升
—— 外 媒 热 议 中 国 首 次 火 星 探 测 任 务

本报记者 刘 霞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天问一号”火星车和着陆器登陆火星艺术图。 图片来源：The Verge网站

7月 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实施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任务）。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刘霞）天文

学家首次直接给绕类日恒星旋转的多行星系统拍

摄“全家福”。据美国太空网22日报道，一项新研

究称，位于智利的隶属于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

望远镜（VLT）拍摄了两颗气态巨行星绕类日恒星

TYC 8998-760-1 旋 转 的 情 景 ，鉴 于 TYC

8998-760-1是“小鲜肉版”的太阳，因此，最新研

究有助科学家管窥太阳系年轻时的情景。

研究人员表示，此前只有两个多行星系

统被直接成像，且这两颗恒星都不是类日恒

星。此外，即便给一颗系外行星直接成像也

并非易事。正如荷兰莱顿大学副教授马修·
肯沃西在声明中所说：“即使天文学家已经间

接探测到银河系内数千个行星，但其中只有

很小一部分被直接成像。”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VLT上的“光谱

偏振高对比度系外行星研究仪（SPHERE）”，研究了

“芳龄”1700万岁的TYC 8998-760-1。SPHERE

拍摄的图像揭示了该系统中的两颗行星 TYC

8998-760-1b和TYC 8998-760-1c的“模样”。

最新研究主要作者、莱顿大学博士生亚

历山大·博恩领导的团队于去年年底宣布发

现了 TYC 8998-760-1b，TYC 8998-760-1c

则是首次“现身”。

这 两 颗 行 星 巨 大 而 遥 远 ！ TYC

8998-760-1b 的质量约为木星的 15 倍，距主

恒星约 160 个天文单位（AU，1AU 约 1.5 亿公

里）；TYC 8998-760-1c 的质量为木星的 7

倍，且距主恒星约 320AU，而木星和土星距离

太阳分别为 5AU和 10AU。

研究人员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两颗行星是在

当前位置形成还是被推到此处，此外，也不知道这

两颗气态巨行星是否拥有“同伴”，欧洲极大望远

镜（ELT）等未来“上岗”的大型天文设备将对此开

展进一步观察，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一谜团。

博恩说：“ELT 上的仪器将有可能探测到

这颗恒星周围的低质量行星，这将是我们理

解多行星系统的重要里程碑，对我们理解太

阳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双星伴“日”！多行星类日恒星系统有了“全家福”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3日电 （记者刘霞）
许多科学家一直认为，在过去 5 亿年里，金星

缺乏板块运动，在地质上处于休眠状态。但

美国和瑞士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地球科

学》杂志上撰文称，他们在金星上发现了 37个

近期可能活跃的火山结构，表明金星并非此

前人们认为的“休眠世界”。

最新研究合作者、马里兰大学地质学教

授劳伦特·马蒂斯 21 日对美国《每日科学》网

站说：“这项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金星的

看法——从一个几乎没有地质活动的星球

‘变身’成一个内部仍在翻滚且拥有许多活火

山的星球。”

最新研究的重点在于被称为冕的环状结

构，这种结构由金星内部炙热岩石上涌形

成。此前，科学家认为，这些冕可能是金星上

古代地质活动留下的“蛛丝马迹”；而金星的

温度已经很低，足以减缓行星内部的地质活

动并使地壳变硬，使任何来自内部深处的温

暖物质都无法上涌，因此，目前无法形成冕。

在新研究中，马蒂斯团队使用金星表面之下

热力学活动的数值模型，创建出了冕形成的高分

辨率3D模拟，提供了比以往更详细的细节。结

果，他们确定了仅在最近活跃的冕中才存在的特

征。然后，他们将这些特征与在金星表面上观察

到的特征相匹配，从而揭示出，整个金星上冕的某

些变化代表了地质发展的不同阶段。

马蒂斯说：“我们发现，至少有37个冕最近

仍然非常活跃。新研究提供了金星上冕仍在

演化的第一个证据，表明行星内部仍在翻滚。”

研究人员指出，金星上活跃的冕聚集在少

数几个位置，表明这些地方是该行星上最活跃

的区域，科学家可在此研究金星内部的情况。

此外，这些结果可能有助于确定未来前往金星

的任务地质测量设备的目标区域，这些任务包

括计划于2032年发射的欧洲“远景号”。

金星未眠！至少37个火山结构最近仍活跃

科技日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张梦然）
人类在美洲居住的最早时间一直有争议。英

国《自然》杂志22日发表的考古研究发现，人类

早在 3万年前就在北美洲居住了，这一发现与

之前的推断并不吻合。最新的两项研究帮助

阐明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议问题，意味着美洲

的人类历史比之前认为的更悠久。

人类抵达美洲，标志着人类在地球上的一

次主要扩散。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在约1.3万年

前首次抵达美洲，并与克洛维斯文化（以其独特

的石制工具著称）的形成有关。不过，人类迁徙

到美洲的模式和具体时间一直众说纷纭。

此次，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自治大学研究

团队描述了墨西哥中部萨卡特卡斯洞穴的发掘

成果，包括石制工具、植物化石和环境DNA。通

过结合测年证据，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个高海拔

洞穴在3万年前至1.3万年前曾被人类占领。

在第二项研究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研究团队利用对北美洲和白令陆桥（历

史上连接俄罗斯和美洲的区域）42 处考古遗

址的放射性碳和释光年代测定，来确定人类

迁徙的模式。他们建立的一个统计模型揭示

了前克洛维斯人群存在的强烈信号，至少可

追溯至末次盛冰期（约 2.6 万至 1.9 万年前）和

紧随其后的时期。

这两项研究认为，北美洲开始有少量人

类居住的时期，比之前认为的早得多——可

能在末次盛冰期之前。该研究结果与之前假

设的一种情景并不完全吻合，即人类经由白

令陆桥从亚洲首次进入北美洲，再一路南下，

形成了克洛维斯文化。新的测年结果将这一

时间提前至前克洛维斯时期，表明人类可能

是沿着太平洋海岸首次进入美洲的。

人类早期抵达北美洲的证据终于出现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 7月 22日电 （记

者毛黎）寻找更好的针对病毒的检测方法、

药物或疫苗等工作都必须从破译病毒的结

构开始。然而，当涉及的病毒具有高致病

性时，对其进行检测和研究将会非常危

险。以色列魏茨曼科学院罗伊·巴-齐夫

教授和雪莉·舒尔曼·达乌贝博士等研究人

员通过在人工单元格中生产病毒小片段的

独特方法，成功地解决了研究高致病性病

毒的安全性问题。

根据魏茨曼科学院的介绍，为得到病

毒小片段，研究人员通过蚀刻在硅片上获

得了微米大小的能生产蛋白质的单元格。

在每个单元格的底部，他们“粘”上脱氧核

糖核酸（DNA）链；同时在单元格的边缘

“布满”用于捕获单元格内产生的蛋白质的

受体。

随后，研究人员用制造蛋白质所需物

质（包括读取 DNA 信息并将其转化为蛋

白质所需的分子和酶）覆盖全部单元格。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受体将捕获单

元格底部产生的多种蛋白质中一种（剩余

的蛋白质将彼此结合），形成科学家们早

先“编程”到系统中的结构。这样，他们

获得了能感染细菌（噬菌体）的各种病毒

小片段。

巴-齐夫说，他们发现通过单元格的

设计，能够从效率和最终产品两方面控制

病毒小片段的组成过程。单元格的几何形

状以及基因的位置和组织等决定了蛋白质

的种类，从而最终决定了蛋白质组成何种

病毒小片段。

魏茨曼科学院研发的系统功能包括

一次生成单种病毒不同小片段的能力，这

将为全球研究人员评估该病毒检测、药物

和疫苗提供新工具。此外，达乌贝还认

为，其他潜在的应用是开发出一种硅片，

它可以快速和高效地一次完成数千项医

学检测。

在科学家们破译病毒结构时，“安全”

是最基本和必须的风险控制措施。受过专

业技术和安全程序培训的科研人员，在装

备适当的环境下展开操作，是可以将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不过，如果有办法

能在不影响甚至提高效率的前提下进一步

降低风险，一定是所有科研人员的福音。

而今魏茨曼科学院成功生成的病毒小片

段，就是这样一种造福于研究者的新工具，

其或将在不久的未来为全世界病毒研究工

作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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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 月 23 日电 （实 习

记者卢子建）近日，荷兰、英国和比利时

科学家合作在《皇家学会学报 B：生物科

学》共同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称通过生物

物理反馈机制和水生植被自组织产生的

流量调节，河流植物既可以抵抗洪水，又

可 以 防 止 干 涸 ，从 而 保 护 了 生 物 多 样

性。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洛瑞塔·考纳

齐亚称：“它们为水文变化提供了天然的

缓冲器。”

通过将数学模型与现场数据相结合，

该团队得出了三条结论：一是，植被生长

和局部流速之间的反馈产生了一个自组

织过程，该过程使植被覆盖度可以根据水

流量的增加而重新调整；二是，植被内和

无植被通道水流区域内的局部流速都不

受水流量变化的影响；三是，尽管水流量

增加，但具有自组织植被的河道中的水位

仍保持恒定。

其中，自组织过程是指，在高流量时，

植被被推向一侧甚至完全移开，中间保持

一条开放的通道以进行高流量交通。在

流量低的时期，水生植物会逐渐阻塞水

流，从而阻止水的快速流失。这种所谓的

自组织过程抵消了整个季节中溪流经历

的水流变化。

考纳齐亚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该

发现“对水文管理的影响是巨大的”。论

文中指出，在当前的维护策略中，丰富的

植被生长通常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

它会响应高流量而降低这些水流的水输

送能力。

然而，该研究为河流中水下植被的价

值提供了证据。这些水生植被通过自组织

过程，可以确保水流的输送并在低流量时

为水生生态群落维持足够的水位。因此，

针对河流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及其维持多样

化生存环境能力，人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将植被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植被通过自组织的适应能力显示出巨

大的潜力，可以减轻洪水和低水位带来的

影响。考纳齐亚表示，“这种基于自然的水

位控制方法是利用自然过程，而不是人为

控制来维持生物多样性热点”。

既可抵抗洪水 又可防止干涸

河流植物是水文变化的“天然缓冲器”

末次盛冰期层以下发现的石制工具。
图片来源：《自然》在线版/萨卡特卡斯州

自治大学

金星表面的艺术图。
图片来源：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科学家首次直接给类日恒星系统拍摄
“全家福”。 图片来源：美国太空网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3日电 （实习记

者龙云）22 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

对全球近 20%珊瑚礁区域的调查显示，鲨

鱼已在部分海域“功能性灭绝”，这是自有

记录以来珊瑚礁鲨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数量

锐减事件。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海洋生物学

家迈克·海特豪斯和戴米安·查普曼在 5年

前开始一项名为 Global FinPrint 的合作研

究，旨在以标准化方式调查世界上所有的

礁鲨（该物种比漫游公海的鲨鱼更易发

现）。在五年的时间里，该团队对 371个热

带珊瑚礁群进行了调查，拍摄并分析了超

过 18000 小时的视频。该研究表明，人口

密度大、治理不善和过度捕捞共同导致了

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在 8个国家的水域

“功能性灭绝”。

石溪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艾伦·皮基

奇（未参与该项目）表示：“该项目是迄今对

鲨鱼数量最全面的研究。”他表示，这些发

现支持了渔业在许多地区导致珊瑚礁鲨数

量严重减少的结论。

和其它大型动物一样，鲨鱼很容易受

到过度捕捞的影响，因为它们生长缓慢，后

代不多。然而，珊瑚礁鲨在其他一些区域

（如巴哈马、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属波利尼

西亚等）数量却很丰富，这表明人为措施干

预有效。

通常这些国家和区域都有鲨鱼保护

区。巴哈马禁止捕捞鲨鱼政策已实施 30

年，此举在保持珊瑚礁鲨种群方面非常有

效。另一项有效措施是规范捕鱼行为。除

了这些鲨鱼保护策略外，研究人员分析表

明，科学的捕鱼管理措施在某些地区可能

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英属西印度群岛，

采用锁定特定鱼类的渔具而非长线渔具会

使鲨鱼免于被捕捞。

Global FinPrint 项目已经结束，研究

人员计划使用收集的数据研究鲨鱼的生态

作用和它们灭绝后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状

况。目前，该类数据已经用于监测各类鲨

鱼物种的保护现状。

对全球近 20%珊瑚礁区域的调查显示

鲨鱼已在部分海域“功能性灭绝”


